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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SPA了吗？ 

SPA源于拉丁文Solus Por Aqua, 意为健康之水。 早在希腊的文献就有记载， 在水中加上矿物质，
香薰，草药， 鲜花，可以呵护身体肌肤，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 
SPA包括水疗，芳香按摩，沐浴，去死角等， 通过人体的五大感官（听-音乐， 味-健康饮食，触-
按摩，嗅-天然芳香精油，视-优美环境）达到全方位的放松，将精，气，神三者合一，实现身，心，
灵的放松， 从而达到柔美身体肌肤，永驻青春延缓衰老的作用。 
 
上周在一次沙龙分享上， 了解到法国女人优雅的秘密之一就是奖励自己一个美美的SPA，让自己身
心焕然一新，犹如重生。中国女人也许更多地注重面部的护理， 宁愿每周做三个FACIAL， 敷7片
面膜， 可是对自己的身体却极少呵护。11月的南方，虽然没有北方的干燥， 可是也渐渐觉得双手
如同路边的榕树叶一般，泛起了干枯的暗黄。 于是美博君在这期最美博学堂秋冬专辑搜集了全球
各大品牌最新身体护理案例， 并从原料技术角度设立了四个身体护理专区： 专业护理，鲜花植萃， 
香水魅力， 和魅惑Party；各位看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适合自己的身体护理设计， 在这个
南方迟来的冬天，奖励自己一个美美的SPA.  
 
 
                                                                                                                 美博君 
                                                                                    于据说寒流就要来的一个初冬28度的下午 
 



· 专业护理型       · 鲜花植萃型 
· 香水魅力型      ·魅惑Party型 

BODY CARE 



1 专业护理型 
尿素高保湿 
氨基酸净化平衡 
多效高科技 



施巴滋润系列保湿润肤露    100元/200ml 
SEBAMED ANTI-DRY HYDRATING BODY LOTION 



Sebamed (施巴) 干性皮肤润肤霜PH5.5护肤霜（10%尿素）                           
100元/200ml 

水，己基癸醇，己基癸醇月桂酸酯，尿素， 碳酰二胺，椰油醇辛
酸酯/癸酸酯,  聚甘油-3 聚蓖麻醇酸酯，甜扁桃，甘油，硫酸镁，
蜂蜡，辛酸/癸酸三甘油酯，卵磷脂，抗坏血酸棕榈酸酯，异硬脂
醇二聚甘油琥珀酸酯，乳酸钠，柠檬酸钠，香精，苯甲醇，苯氧
乙醇 



资生堂Shiseido尿素保湿身体乳      78元/150ml 

Sesderma经典果酸身体乳      320元/200ml 
Sesderma Acglicolic Classic Body Milk 

软化角质，10%果酸温和
祛除老化角质，消除皮肤
的疙疙瘩瘩，重现滑嫩肌
肤。疏通毛囊，防止鸡皮
肤的产生。提亮肤色，含
有天然维生素C，抑制黑色
素形成，淡化肤色。滋润
保湿，高保湿因子，补充
水分。 



Sesderma 焕白身体乳 
Sesderma Atopises Body Milk 

Alpha Hydrox 12%果酸丝滑身体乳 
Alpha Hydrox Silk Wrap Body Lotion 
12% Glycolic AHA 
370元/340ml 



百好博 

尿素高保湿 
• HYDROVANCE® 

 
氨基酸净化平衡 
• FLUIDIPURE™ 8G 
• LIPACIDE™ C8G 
 
多效高科技分子膜 
• PEELMOIST 
• LIPOMOIST™ 2036 
• LIPOMOIST™ 2013 

SECTION ONE 
专业护理型 



 

• 肤感极佳的保湿剂 

• 增加皮肤弹性 

• 改善配方的肤感 

• 可代替部分或全部的甘油 

羟乙基脲 
尿素高保湿 

HYDROVANCE® 

LEARN MORE 



HYDROVANCE® 羟乙基脲 



HYDROVANCE® 羟乙基脲 

HYDROVANCE 保湿剂的特点和益处:  

 

• 提供卓越的保湿功效和皮肤弹性  

• 显著改善了皮肤的感觉  

• 可用于护肤产品，但不增加配方的粘性，因此配方中也不需

要或很少需要额外的肤感改良剂  

• 减少了在传统保湿体系下所需的硅油和其它肤感改良剂，使

得它成为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替代原料  

• 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使配方师在很宽的pH范围内与各种原料

自由配方  

 



*20天使用含有10%Hydrovance混合水的前
后对比图 

Hydrovance的保湿程度近乎于甘油 

HYDROVANCE® 羟乙基脲 



HYDROVANCE 保湿剂特别适用于面部、

身体和手的膏霜和乳液，保湿和滋养 

产品，抗衰老产品，以及： 

•洗浴产品     洗面奶 

•防晒产品（防晒、自晒黑、晒后） 

•婴儿护理（清洗产品和身体乳液） 

•彩妆            男士产品 

•脱毛产品     除臭剂 

•足部护理 

HYDROVANCE® 羟乙基脲 



天然来源专利技术； 
氨基酸生态控油； 
神奇的氨基酸如同守护天使一般为我
们创造维护着和谐美好的“皮肤生态
世界”。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
的应用技术荣获欧洲专利 ，增加了对
细菌和真菌的保护； 
两强联手复配可制备无防腐配方或减
少防腐剂添加量。 

皮肤净化调理剂 
氨基酸净化平衡 

LIPACIDE™ C8G 

LEARN MORE 



氨基酸生态调理剂 
 LIPACIDE C8G™ – 天然生态 抑制皮脂分泌 

LIPACIDE C8G™辛酰甘氨酸 – 天然来源专利技术 
氨基酸生态控油 保护头皮去屑控油 

神奇的氨基酸如同守护天使一般为我们创造维护着和谐美好的“皮肤生态世界”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的应用技术荣获欧洲专利 ，增加了对细菌和真菌的保护 
 两强联手复配可制备无防腐配方或减少防腐剂添加量 

 
 
 
 

法国化学家Jean MORELLE (1913-2003）在20世纪 
60年代初发现肌肤呈弱酸性是皮肤自身防护的天然屏障 
而皮肤弱酸性的原因是由于肌肤表面存在着与脂肪链 
相连的单个氨基酸或非常小的肽（不超过两个氨基酸）:  
 

这就是脂类氨基酸！ 



 天然的仿生性，与肌肤成分无缝吻合，
更易吸收更高功效 
 独具特色的Hybrid双亲性，结合脂肪
类的亲油和氨基酸类的亲水，双向吸收一
滴不漏 
 温和的表活， 时时刻刻呵护娇嫩肌
肤 
 抑制皮脂分泌，防止蛋白质变异，防
止头皮异味，创造皮肤良性代谢 
 独一无二的抑菌氨基酸，天然抑菌，
营造维护和谐健康的皮肤生态世界 

 

脂类氨基酸的特点： 

•LIPACIDE C8G辛酰甘氨酸 
是具有两亲结构的辛酰甘氨酸，一种多效活性因子。通过抑制引起粉刺的细菌的繁殖，从而具有抗
粉刺的功效；通过抑制5-α还原酶来抑制皮脂分泌，是一种皮肤保护剂，皮肤生态系统调节剂，适
用于油性、敏感肌肤， 从而实现头皮控油。 
 

抑制头皮皮脂分泌 

使用2% LIPACIDE C8G 1个月后，头皮皮脂分泌得到了抑制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的应用技术荣获欧洲专利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的复配增加了对细菌和真菌的保护 

 
 两强联手复配可制备无防腐配方或减少防腐剂添加量 

更温和 更天然 更协同增效 



• 仿生活性物 
• 含有保湿因子木糖醇基葡糖苷+控油
成分 
• 加速恢复皮肤的生理PH， 
• 给予皮肤“蚕茧般”的保护 

液体皮肤净化调理剂 
氨基酸净化平衡 

FLUIDIPURE™ 8G 

LEARN MORE 



FLUIDIPURE™8G 从头到脚的保护和净化！ 

皮肤是我们的保护壳，它也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疯狂生活方式的侵害。 
保持皮肤的平衡是我们尽情享受生活的关键因素之一。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ＩＮＣＩ：水（和）己二醇（和）辛酰甘氨酸（和）木糖醇基葡萄糖苷 



酸性保护膜 

敏感皮肤 

身体异味 

皮脂控制 

需改善的皮肤问题有哪些？？？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最低抑菌浓度 
表皮葡萄球菌 
0.6%FluidiPure™8G 

这些细菌将脂质成分变成 
不愉悦的挥发性物质 

一些细菌生活在腋
窝区域 

汗液中含有水、皮屑、脂质成
分… 

FluidiPure™8G通过抑制特殊细菌增殖来帮
助去除身体异味 
 
FluidiPure™8G也照顾到脆弱的腋窝区域 

温和控制身体异味！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FluidiPure™8G帮助加速恢复生理的pH, 
皮肤回到自然健康的pH! 

保护和维持酸性保护膜 
皮肤受到（压力或不适当产品使
用）侵害，pH值升高 

皮肤变得更敏感 
刺激，粉刺，干燥… 

皮肤完整性受损 
不平衡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5 α 还原酶 
位于皮脂腺内的 
酶过度活跃！ 

皮肤变得油腻，失 
去自然光泽。 
皮肤看起来灰暗 

产生更多皮脂 

控制皮脂…皮肤看起来更健康！ 

FluidiPure™ 8G 抑制5 α 还原酶 
 
皮肤干净了，肤色改善了！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皮肤变得更红 
甚至更干燥、紧张和粗糙… 

保护敏感皮肤的配方 
减少传统防腐剂用量！ 

• FluidiPure™8G有效帮助防腐 
• 皮肤不紧张而是舒缓了！ 
• 其阴离子结构排斥细菌生物膜在配方的附着力 

防腐剂会提高 
刺激性 

敏感皮肤易受刺激 
不能承受传统防腐剂 

 FLUIDIPURE 8G 净化 抑菌 



• 巴菲特旗下高端研发团队支持 

• 全球独特的高压微流技术 

• 通过超微分散原料获得多肽成分

的单层分子膜 

• 极易渗透进皮肤 

• 为肌肤带来透气柔滑的肤感体验 

高端科技 多效护理 

多效高科技分子膜 

高压微流分子膜系列 

LEARN MORE 



巴菲特的选择 

西班牙利普泰 
全球顶尖抗衰美肤专家 

 
1. 隶属于路博润全球领先特种化学品公司（巴菲特的伯克

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其产品和技术充满我们日常使
用的物品中； 

2. 领先的高端研发团队 
3. 研发出全球全球独特的高压微流技术 
4.  中国最受欢迎的美肤原料供应商之一 



LEARN MORE 

高科技化妆品活性成分引领者 
西班牙利普泰公司于1987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并于2012年
被路博润公司（隶属于隶属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收购。短短几年时间内，利普泰公司便享誉全球，成为了高级护肤
和护发活性成分方面的世界级专家。 
公司的核心业务基于两个技术平台: 分子化妆品 (肽类、其他合成小
分子、生物技术和植物活性成分) 和传送体系。 
利普泰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以创新为己任，并与学术界的专家们
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制药方面的经验使得 
利普泰公司对所生产原料的品质控制极为严格。在不同生命科学领
域都拥有丰富知识的资深专家们利用组合化学 
和生物技术等重要技术研发新产品，不断开发出其他新技术，并将
其应用到产品的进一步完善中。已被证实具有 
功效的各种活性成分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 持续推动着化妆品行
业的发展与进步。 
利普泰公司已于1999年通过了ISO认证。 
 



Microfluidization 高压微流技术 

分子膜是通过在高压下对生物高聚物进行微流分散所获得的单层膜 

活性物和生物高聚物 

其他混合或均质残留物 

通过高压微流技术吧活性物

质进行超微分散得到的极薄

分子膜，能更好地锁住水分，

减少经皮水分流失，同时极

易渗透入表皮深处，促使肌

肤获得更充分的活性滋养。 





含有多羟基的多糖类物质，各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并与SC相互作用，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连

续的膜。 

• 增加活性成分的传送和吸收。 
• 薄而密闭的单分子层。 
  - 减少经皮水分流失(TEWL)。 
• 天然生成的多糖（黄原胶和皱波角叉菜）。 
  - 具有成膜和锁水能力。 
• 单糖（葡萄糖）。 
  - 具有吸水能力。 
• 柔软、轻盈和愉悦的肤感。 
• 即时、持久、极佳的保湿性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  一组20名年龄在34-69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在半边脸部涂抹含有7%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的啫喱，另半边脸涂抹安慰剂啫喱，每天2
次，连续20天。  
•在测试开始时、24小时和20天时分别进行测定。 

增加保湿度 

涂抹含有分子膜的啫喱24h和
20天后，皮肤的保湿度分别增
加了25.2%和28.6%。 

 LIPOMOIST™ 2013 分子膜可以极大地改 
    善皮肤的保湿度。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与尿素的保湿度比较 • 10名年龄在26-35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在腿部单次涂抹含有10%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  CPE 的膏霜、含有5%尿素的不同膏霜
和安慰剂膏霜。 
• 涂抹前、1h、4h和8h后用Corneometer®进行测定。 
 

与尿素相比，分子膜能够立即增加保湿
度，而尿素改善保湿度的功效在8h后几
乎消失。 

与尿素相比，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 
CPE单次涂抹后具有更好的长效保湿效果。 



LIPOMOIST™  2036 保湿紧实分子膜 

含有黄原胶、角叉菜胶、果胶等多糖，水解小麦蛋白和水解大豆蛋白这两种水解蛋
白质，葡萄糖和脯氨酸、丝氨酸和精氨酸等天然保湿因子(NMF) 成分，可以提高
皮肤的紧实度和保湿度。 

• 薄而密闭的单层分子膜，增加皮肤保湿度 
 

• 黄原胶、角叉菜胶和果胶具有成膜和锁水作用。 
 
• 葡萄糖、水解小麦和水解大豆蛋白是吸湿性化合物。 
 
• 脯氨酸、丝氨酸和精氨酸有助于恢复皮肤的保湿度，同时提高参与
皮肤关键蛋白质合成的氨基酸的生物利用度。 
 
• 提高皮肤弹性和紧实度，具有提拉效果。 
 

 



LIPOMOIST™  2036 保湿紧实分子膜 

• 20名臀部皮肤松弛和失去弹性的35-55岁女性志愿者，在半边身体使用含有5% 
LIPOMOISTTM 2036 molecular film PCEB的膏霜，另一边使用安慰剂膏霜， 每天2次，连续
28天。 
 
• 利用皮肤弹性测试仪测定使用前后皮肤的紧致度和弹性。 

有效提高紧致度和弹性 



PEELMOIST™  木瓜蛋白酶美白保湿剂 

木瓜蛋白酶 
  
 •    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是木瓜(Carica papaya) 

         中的一种水解酶. 
   
 •    促进角质层外层的蛋白水解，降低角化桥粒区 

   的交联. 

•    利用酶法破坏角化细胞见的粘接，从而促进剥脱， 

      使皮肤变得柔软，角化细胞脱落. 

 通过高压微流分散技术获得的理想木瓜蛋白酶供给体系，比
普通木瓜蛋白酶更加高效，更含有天然保湿因子，在去角质
的同时，保持皮肤屏障和皮肤水合度。 



PEELMOIST™  木瓜蛋白酶美白保湿剂 

20名年龄在20-73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在一边脸上使用含有7%  PEELMOIST™ 

molecular film 的凝胶，另一边脸上使用安慰剂凝胶，每天两次，连续20天。 
 
利用皮肤水分测试仪(Corneometer® )测定处理部位中三个不同地方在12h，24h和20天时的保湿度. 

仅在12 h后，活性物凝胶便能使 

保湿度改善12.3%, 24h和20天后， 

长效保湿效果分别增加23.1% 和 

35.4%. 

PEELMOIST™ molecular film 能够带来绝佳的即时 

和长效保湿效果。 



俘获少女心 

2  花香植萃型 

天然植萃，花香诱人 



欧舒丹玫瑰花园润肤露      188元/250ml 
L’OCCITANE ROSES ET REINES JARDIN 
SECRET GENTLE BODY MILK 

水，辛基十二醇肉豆蔻酸酯，甘油，木薯淀粉，环聚二

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醇，香精，辛甘醇，聚丙

烯酸钠，氯苯甘醚，丙烯酸(酯)类/C10-30 烷醇丙烯酸

酯交联聚合物，红色氧化铁，云母，突厥蔷薇(ROSA 

DAMASCENA)花油，洋蔷薇(ROSA CENTIFOLIA)花

油 



欧舒丹甜蜜樱花润肤露         188元/250ml 

L’OCCITANE FLEURS DE CERISIER SHIMMERING LOTION 



茱莉蔻玫瑰身体滋润乳露           150元/300ml 
Jurlique Body Care Lotion Rose 

水，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籽油，辛酸/癸酸甘油三酯，甘油，SD 乙醇 40-A，
鳄梨(PERSEA GRATISSIMA)油，氢化植物油甘油酯类柠檬酸酯，黄原胶，白蜂蜡，(日用)
香精，药蜀葵(ALTHAEA OFFICINALIS)根提取物，乙基己基甘油，母菊(CHAMOMILLA 
RECUTITA)花提取物，金盏花(CALENDULA OFFICINALIS)花提取物，法国蔷薇(ROSA 
GALLICA)花提取物，雏菊(BELLIS PERENNIS)花提取物，香堇菜(VIOLA ODORATA)花/叶
提取物，紫松果菊(ECHINACEA PURPUREA)提取物，三色堇(VIOLA TRICOLOR)提取物，
蜂(APIS MELLIFERA)蜜，柚(CITRUS GRANDIS)籽提取物，水解大豆蛋白，卵磷脂，生育
酚(维生素E)，茶(CAMELLIA SINENSIS)叶提取物，葡萄(VITIS VINIFERA)籽提取物，姜黄
(CURCUMA LONGA)根提取物，桃柁酚 



Bioré 碧柔 角质渗透身体乳 花香                    
108元/300ml 

 
碧柔 角质渗透身体乳，乳液质地可以一推到底，
持久的保湿力给你一整晚的滋润，300毫升小瓶装，
出差或旅游都可以带着，给你随时随地的滋润~ 
 
主要成分：水、甘油、牛油树脂、凡士林、氢氧
化钾等 



KOSE COSMEPORT 高
丝 Precious Garden 植物精油身体乳（蜂蜜桃
子） 
 
萃取大自然珍贵植物精华，干燥粗糙的肌肤也能迅速充分吸
收，瞬间恢复柔嫩细滑~ 



百好博 

花香精萃 
• 玫瑰果油 

• 香榧油 

•  山茶花提取物 

• 洋甘菊提取物 

 
植物精萃 
• 霍霍巴籽油 

• 玉竹提取物 

• 乳木果油 

SECTION TWO 
花香植萃型 



美国周刊报道： 
英国凯特王妃Kate Middleton
每天都会以“玫瑰果油”保养皮
肤，即便在孕期也是如此。 



玫瑰果油 

玫瑰果 的VC含量是柑橘的220倍;苹果的1360倍;一克玫瑰果相当于一公斤苹果的VC含量;

是黑加仑的26倍;草莓的190倍;是红豆的213倍;是猕猴桃的130倍。2-3个玫瑰果就够人体有

昼夜对VC的需要，一罐500克的刺玫果酱的VC含量即可保证军队一个连队战士全天的需要。

被欧洲各国视为"治疗坏血病特效药";有"维生素记录保持者"之称。由于维生素C含量高，也

尊定了玫瑰果在美容界的广泛应用。 

促进表皮再生 

抗衰老 

淡化色斑 



千年香榧  自带气质 
 

千年香榧的秘密 
亿万年的历史 
神秘魅力传说 

独一无二的原产地 
丰富养分独特香氛 

多效卓越美肤 
 



千年香榧   自带气质 

千年香榧的秘密： 
• 香榧树又名“妃子树”，因为自带一种特殊迷人香气，秦始皇赐名为“香榧” 
• 神秘的美丽传说： 杨贵妃迷恋香榧的神秘香气，喜欢把香榧果实的种子磨成粉末，然后用水冲泡并饮用 
• 长寿树美誉：  香榧是一种活化石，第三纪孑遗植物，属红豆杉科，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寿命长达数百年至上千

年，故有“千年果”、“长寿树”之称 
 



千年香榧   自带气质 

千年香榧的秘密： 
 

• 三代同堂的吉祥果： 神奇的香榧树雌雄异株，有性繁殖全周期需29个月，一代果实从花芽原基形成到果实形态成熟，需经
历三个年头。第一年开花，第二年结果，第三年收获。每年的5至9月，两代果实同时在树上发育，还有一代果实的花芽原
基在分化发育中，三代同树享天伦，在一棵树上，三种生命的状态，三种岁月的色彩几乎同时呈现，俗称“三代果”。在香
榧产区，新娘出嫁时，在嫁妆“荷花被”上放一根雄榧枝和一根雌榧枝，还将香榧染成红色后与花生、玉米花一起装进“果
子袋”，即寓意忠贞的爱情和家族的兴旺发达。因此，人们称其为“吉祥果”。 
 
 



千年香榧   自带气质 

最好的香榧在哪里？ 
• 世界香榧岀中国，中国香榧产浙江，浙江香榧正宗原产地在诸暨，诸暨最好的香榧却在赵家镇榧王村。浙江农业吉尼斯、中

国最长树龄，最大胸围的香榧王也长在榧王村。 
• 韩国百郎德的香榧果提取物来源于中国最长树龄，最大胸围的香榧王所在地，也是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故乡- 浙江诸暨，得

天独厚独一无二的原产地造就高功效香榧果提取物使用于美肤产品。 
 



• 香榧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其种子胚乳含油率为40%，含蛋白质10%，碳水化合物28%。种仁油是良好的食用油料。   
• 香榧含脂肪49.3-55.7%，蛋白质7.7-11.5%，糖份1.0-2.4%及多种维生素。 
刚采摘下来的香榧有着一层油质的绿色外壳，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香气。它含有乙酸芳樟脂和玫瑰香油，是提炼多种高级芳香油
的原料。 
• 香榧的药用价值，有清肺、润肠、化痰、止咳、消痔等功能，香榧果衣还可驱蛔虫，故食用时不必细加去衣。据〈本草纲目〉
记载，香榧具有“治五痔，去三虫蛊毒，鬼痔恶毒”，“疗寸白虫，消古，助筋骨，行营卫，明目轻身，令人能食”，“治咳
嗽白浊，助阳道”等功能。 

千年香榧   自带气质 



• 香榧因为其独特的物种背景，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和产地，以及得天独厚的成分带来了多重美肤功效。 
•  香榧可以增强皮肤屏障，肌肤弹力，深度保湿，亮白，抗炎舒缓甚至也对生发有一定疗效。 
•  香榧现在成为韩国时下大热的天然美肤成分（包括Innisfree在内诸多品牌采用香榧为主打功效原料）。 

千年香榧   流行美肤 



千年香榧   吃得到的营养   看得见的美肤 



千年香榧   吃得到的营养   看得见的美肤 



山茶花提取物 
洁白无瑕 清新水润 

洁白的花瓣蕴含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多种微

量矿物质，可以起到收敛、振奋肌肤的作

用。而从中萃取的山茶花籽精油更能够促

进内层细胞再生、滋养皮脂细胞。据说慈

禧太后每日以珍珠山茶花油美颜护肤。 



山茶花提取物   
Camellia Japonica Flower 

山茶是茶属中最知名的品种之一，是一种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中国

的常绿灌木，其价值源于它在秋季到春季开放的美丽花朵。18 世纪

时，山茶被引入欧洲，在此之前它已经在东方被种植了几千年。  

 极佳的清除自由基功效——抗氧化  
 
 极佳的抑制弹性蛋白酶功效—— 抗皱  
 
 极佳的抑制胶原蛋白酶功效—— 抗皱  



山茶花提取物   
Camellia Japonica Flower 



洋甘菊提取物 
鲜艳夺目 抗敏舒缓 

洋甘菊以清凉、镇定、安眠的作用著称，

具有消炎、止痒、安抚、修护、洁净、醒

肤、抗敏等功效，自古以来，就被西方人

当作药草植物。 

目前应用于护肤品中的洋甘菊有罗马洋甘

菊、摩洛哥洋甘菊和德国洋甘菊三种，可

以温和有效调理肌肤的敏感症状，以及舒

缓晒后及缺水肌肤的不适感。 



洋甘菊是雏菊家族的一员，原产于欧洲和亚洲西部。  

它在一年时间内便可长至1-2英尺高，开出花瓣为白色的独特黄色花朵。花朵通常在7月下旬或

者8月上旬开放。未开放的洋甘菊花冠被用于传统和现代医学制剂中。  

洋甘菊提取物 
Chamomile Extract 

洋甘菊的名称起源于希腊语kamai（地面上）和甜瓜（果子）。这个名称指的是新鲜收获的带有果子的植物。在中世纪，这种植物

种植后被作为一种蒸制芳香草本植物。  

洋甘菊药用功效的秘密在于来自于其花朵的一种挥发油。这种植物的提取物或者油本身具有三种主要用途：作为抗炎剂应用于各种

皮肤和粘膜试剂中；作为治疗消化不良和经期痉挛等疾病的抗痉挛剂；作为抗感染剂治疗各种较轻微的疾病。 



 
 

天然植物精萃给予肌肤滋润柔滑呵护 

玉竹提取物 

霍霍巴油 乳木果油 

熔点与皮肤温度接近，提供低

温时的保护，含有天然的甾醇

成份 
独特的液态蜡脂，构成皮肤蜡

脂成份，兼具良好的柔软皮肤

功效 

提高肌肤锁水能力，抑制黑色

素生产，并赋予肌肤丝滑质感 

http://www.biohope.com.cn/


乳木果油（美国Vantage）和乳木果保湿精华提取物（法国绿科）的护肤功效 
 
•  富含维他命、矿物质和必需脂肪酸，对于娇嫩皮肤有很大的帮助。 
•  加强皮肤屏障功能，以更好的抵抗外界的侵害（紫外线、强风、寒冷、污染等等）；加强皮肤耐
受性；帮助舒缓不适。长效舒缓容易敏感娇弱性肤质。 
•  软化皮肤、保护皮肤、防止皮肤水份流失并抵抗自由基的侵害。 
• 可添加于孕产期妈咪护理护系列、滋润按摩油及婴儿/儿童防晒系列产品之中。 

乳木果 
 
果实皮厚，呈绿色，果核较大，外裹果肉，入口即化，口感肥厚，香气怡人。其
果肉有很多种吃法，甜咸皆宜。    
中南美洲(起源)在10,000年前就开始食用酪梨，它以前也曾一度被玛雅人和阿兹
特克人认为是圣果及生命的象征。乳木果在中南美洲的饮食中运用广泛，同时其
化妆品及药用价值也受到认同：人们早就用它来滋润及保护皮肤和头发，也用来
改善消化功能和退热。 
在十六世纪，乳木果被西班牙人引入欧洲，当时被称为“美洲梨”。 
直到1980年代，科学家们不断发现乳木果对于皮肤的疗效，成为现今美容产品
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DW 霍霍巴油及衍生物系列 - 来源于美国Vantage 全球最大的霍霍巴油供应商 

霍霍巴油 
 
是一种墨西哥原生的植物，虽然目前全球都有栽种，但是还是以美墨交界处的沙漠地形
最适合它的生长，品质也最优良。这种有一人多高的灌木植物所结的种子中的油，自古
就拿来作为各种保养与治疗的使用，事实上，jojoba的原文中就有“神奇的灌木”的意
喻。 
 
霍霍巴油富含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胶原蛋白、植物腊、Mytidyic Acid。非常滋润、
无任何味道、且油质较轻滑似脂腺分泌的油脂，具有高度稳定性，能耐强光，高温而保
持结构不变，是可以久藏的油。它有良好的渗透性，只要有空隙，都可以渗透；也具有
耐高温的特质，并且分子排列和人的油脂非常类似，是稳定性极高、延展性特佳的基础
油，适合敏感皮肤，同时是良好的护发素。 
 
霍霍巴油也含丰富维生素D及蛋白质，是很好的滋润及保湿油，可以维护皮肤水分，预防
皱纹以及软化皮肤，适合成熟及老化皮肤，常用于脸部、身体按摩及头发的保养。 



DW 霍霍巴油及衍生物系列 - 来源于美国Vantage 全球最大的霍霍巴油供应商 



玉竹补而不腻，不寒不燥，故有“清热润肺，养阴

熄风，补益五脏，滋养气血，平补而润，兼除风热”

之功效，作用于脾胃，故久服不伤脾胃。不仅如此，

玉竹还有抗衰老及润肤美容的作用。玉竹在古代宫

廷女人美容方剂也是非常常用。 



玉竹提取物-感官评价 

以硅油做对照，评估玉竹提取物的感官特性 



玉竹提取物-保湿功效 

- 使用Corneometer测量皮肤含水量 (室内测试) 

- 使用不同浓度MUSAP 涂抹于5个志愿者的前臂皮肤上。 



玉竹提取物-美白功效 

抑制α-MSH诱导的黑色素合成 



香水萦绕展现诱惑 



CHANEL 香奈儿 橙光轻舞身体乳液  558元/200ml 



GUCCI BLOOM 古驰美丽花园身体乳      489元/200ml  

 
Gucci bloom同款香味身体乳，由Alessandro Michele和
西班牙著名调香师Alberto Morillas合作完成，混合天然茉
莉、夜来香、鸢尾以、金银花及使君子，前调香甜加上尾
调木质的幽然，一重一轻，恰到好处。 



由绿茶及多种草本精华糅合而成 润肤乳液，清新芳香，

沐浴后使用，让你萦绕在轻柔绿茶幽香里。 



欧树多效滋养干爽护理油（又名：欧树晶亮护理油） 
NUXE HUILE PRODIGIEUSE MULTI-PURPOSE DRY OIL  
360元/100ml 

椰油醇-辛酸酯/癸酸酯，二辛基醚，生育酚(维生素E)，全缘叶澳洲坚果(MACADAMIA INTEGRIFOLIA)籽油，

甜扁桃(PRUNUS AMYGDALUS DULCIS)油，欧洲榛(CORYLUS AVELLANA)籽油，芝麻(SESAMUM 

INDICUM)籽油，香精，油橄榄(OLEA EUROPAEA)果油，贯叶连翘(HYPERICUM PERFORATUM)花/叶/茎

提取物，玻璃苣(BORAGO OFFICINALIS)籽油，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籽油，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叶提取物，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果提取物 



兰蔻美丽人生身体乳（又名：兰蔻珍爱璀璨女士身体乳） 
LANCOME LA VIE EST BELLE BODY LOTION      688元/200ml 

轻盈地滑上肌肤，迅速被皮肤吸收，
持续全日释放保湿效能~ 

 
保湿、滋润、补水、舒缓肌肤 



VICTORIA‘S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无尽诱惑苹
果仙人掌花香闪亮身体喷雾                                     
138元/250ml  

VICTORIA‘S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无尽诱惑水漾
梨&牡丹香身体乳                                                      
138元/236ml 



身体乳 
香型推荐 

如需香型体验请联系美博君 info@biohope.com.cn 或致电020 87521822 

mailto:info@biohope.com.cn






最容易被忽略的“痛点” 



有人说手部干净紧致的女孩才是懂得生活的女孩，因为不只是脸

部需要护理，手部的护理也不能忽视。漂亮滑嫩的双手得益于精

心的护理，想要给双手进行的护理，正确的护理方法更不可少，

快来看看该如何护理我们的双手把。 



日本资生堂尿素护手霜 
 

深层保湿、滋润肌肤、防止手部肌肤粗糙，按摩颗粒通过按摩促
进血液循环。  



火烧木真萃护手霜 Burning Ember Hand Cream，这款手霜以香气著称，对于味道的
热爱者们，特别推荐这一款。手霜中采用的夏栎树，也被称为英国的国树，它的萃取物
含有蛋白质、脂肪、纤维素，具有滋润、淡化纹理、美白肌肤功效。在研制这款手霜时，
调配师多次行走于夏栎树林之间，在一次森林探索时，一滴夏栎树的朝露滴在手上，滋
润异常，于是有了用大自然的给予回馈肌肤的灵感，采用夏栎树萃取精华配合马油及火
烧木精油精华，细腻修护、质地柔润、清爽，令手部肌肤加倍柔润水嫩。此款代表白昼
的真萃护手霜可长久保持手部湿润度，如清晨带着露珠的枝头微颤，带来晶莹剔透的舒
适。 

真萃护手霜 Wytham woods Hand Cream 
 
威萨姆森林位于英国牛津郡泰晤士河上游盆地的中心，落叶林地形成美丽的
自然景观，林中的生态更传承了英伦几百年的历史。英国著名生态学家Ben 
Sheldon曾说“如果以人类作比喻，那威萨姆森林相当于是诺曼征服的时代”
可谓历史悠久。所以这款手霜也以自然元素为灵感，使用了蕴含灌木萃取物、
奶浆草精华、羊毛脂等天然成分配合胶原蛋白这些高保湿元素。调香师精选
优质、高纯度的天然原料，散发出大自然的气息。黑色则代表夜晚，威萨姆
森林真萃护手霜具有活肤增加手部光泽，于夜晚带给你原生地林带的滋养。 
虽然科技在飞速的发展，当你漫步于树木之间，却并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它们来说，70年不过是一瞬间。 Maison Saint Martins英国血统的小众护肤、香氛品牌，取留住味道之记忆

的含义，以铜质杯身且味道清新的香薰出名，表达着经典的英式高贵，用自
然的力量长效滋润呵护手部，“手”护你的日与夜。  



韩国chokchok护手霜 

无法抵挡的指间诱惑 
丰润乳霜质地，优雅裹覆手部肌肤，体验手摸般的

保湿、滋养、修护与保护，温和修护干燥硬厚的手

部角质，解决粗糙手纹、干瘪松弛、指节处细纹、

破裂、蚕茧等问题。 

由法国定制研发的进口香水调配成分 

可在使用过程中舒缓精神压力 

触肤时分享弥漫，层次丰富，雅致而有魅力 

有效舒缓肌肤疲意感 

令肌肤在愉悦中唤醒天然自意力 



SY180802 

原料 剂量% INCI名 

Lipomulse LUXE 3.0 鲸蜡硬脂醇/甘油硬脂酸酯/PEG-40 硬脂酸
酯/鲸蜡硬脂醇聚醚-20 

Simulsol 165 1.0 甘油硬脂酸酯/PEG-100硬脂酸酯 
混醇 0.6 鲸蜡硬脂醇 

Lipobutter Refined 
Shea 8.0 牛油果树(BUTYROSPERMUM PARKII)果

脂 
氢化椰油 3.0 氢化椰油 

EMOSMART V21 3.0 C18-21 烷 
LIPOCHROMAN(1%) 0.1 二甲基甲氧基苯并二氢吡喃醇 

DC200(5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醇 
H2O TO100 水 

SOLAGUM AX 0.15 阿拉伯胶树(ACACIA SENEGAL)胶/黄原胶 
ALLANTOIN 0.2 尿囊素 

Glycerin 5.0 甘油 

SEPIGEL 305 1.0 聚丙烯酰胺/C13-14 异链烷烃/月桂醇聚醚
-7 

AQUAXYL 1.0 木糖醇基葡糖苷/脱水木糖醇/木糖醇 

NEWAPLE EXTRACT 0.2 水/丁二醇/魁蒿(ARTEMISIA PRINCEPS)叶
提取物 

EUXYL K350 0.8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
油 

86375659 0.05 香精 BIOHOPE FORMULA 



专利 
保湿 

• 100%天然糖类复合物， 

• 含有2种富含羟基的吸湿性分子，锁住并捕捉游离的

水分子 

• 补充角质层的神经酰胺筑建“城墙”般的屏障防护， 

• 提高表皮的玻尿酸成分为肌肤储备水分， 

• 增加真皮中的玻尿酸循环锁水，三维保湿。 

AQUAXYL® 



100%天然糖类复合物，SEPPIC专利  
含有2种富含羟基的吸湿性分子  
锁住并捕捉游离的水分子 

 Glucose  
(plant origin) 

葡萄糖(植物来源) 
   
   Xylitol 
      (plant origin, preferably wood) 
木糖醇(植物来源，优先选用木头) 

 + 
     
Xylitol 木糖醇 

Xylitylglucoside 木糖醇基葡糖苷 
 
  + 
    
 Anhydroxylitol 脱水木糖醇 

AQUAXYL 

AQUAXYL™  

木糖醇保湿剂 

 
无防腐剂 
 
中国： IECIC 2014和SFDA 2007列表中列出 
 
ECOCERT, NATRUE 
 
获得ECOCERT和NATRUE认证 



Epidermis 表皮 
Corneous layer 角质层 

Granular layer 颗粒层 
  
Spinous layer 棘层 
      
Dermis 真皮 
        
  Barrier effect 屏障功能 
 Water reserve 水分储备 
  Water circulation 水分循环  
  

   
 Inter-cellular cement: 
                    Ceramides/Cholesterol  
                             细胞间的”水泥”： 
                            神经酰胺/胆固醇                                

  
NMF  
天然保湿因子 

  
Kallikrein: regulates desquamation 
激肽释放酶：调节皮肤脱屑 

        
     Structural proteins in the corneous layer: 
                              Loricrin, Keratin  
                          角质层中的结构蛋白：兜甲蛋白和角蛋白 

    Tight junctions  紧密连接 

               Aquaporin  水通道蛋白 
 
    Transglutaminases      
    (activate the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epidermis)  
                          谷氨酰胺转移酶 (活化表皮的结构) 
     Epidermal hyaluronic acid   
      表皮中的透明质酸 
     
  Chondroitin sulfate     
  Dermal hyaluronic acid 
     硫酸软骨素  
     真皮中的透明质酸 

AQUAXYL™  

木糖醇保湿剂 



AQUAXYL™  

木糖醇保湿剂 

   
润泽的肌肤看起来更加美丽动人 
 
 使用1个月后，角质层得到了重建，变得更加强韧 

AQUAXYL 3% Placebo 安慰剂 

皮肤的微细纹理改善30% 
(与安慰剂对比)   
皮肤脱屑改善25%(与安慰剂对比) 

肉眼可见的改善作用 
补水概念 – 获得重建、更加光滑和柔软的肌肤 



EMOSMART™ 系列-独特的高纯度产品 

INCI名称：C13-15烷 

• 独特的高纯度烷烃 
• 易生物降解 
• 惰性的非极性油脂 
• 价格实惠 

清爽，极其舒适的肤感 
- 肤感特性 
- 与酯、植物油和矿物油有极好的配伍性 
- 干爽哑光肤感 

EMOSMART™ 



EMOGREEN™ 系列-亲民油脂 

· 独特的高纯度烷烃 
· 易生物降解 
· 植物来源，非转基因 
· 惰性的非极性油脂 
· 价格实惠 
· COSMOS & ECOCERT批准 

独特的清新爽滑肤感，并在干后留下柔软 

EMOGREEN™荣获2016 In-Cosmetics创新型功能性原料金奖 



如需香型体验请联系美博君 info@biohope.com.cn 或致电020 87521822 

护手霜 
香型推荐 

mailto:info@biohope.com.cn






· 专业护理型       · 鲜花植萃型 
· 香水魅力型      ·魅惑Party型 



秋冬护理特辑 
Body & Hand Care 

最美博学堂11月刊 
引 领 美 丽 趋 势   精 益 至 美 原 料  

-  I n S i d e  B e a u t y  -  

InSide Beauty 最美“博”学堂为广州市百好博有限公司之月度市场资讯汇编。仅为参考资料，如需外部传阅， 
请知会广州市百好博有限公司市场部。此文件仅于提供信息及讨论用途。引用语及图片未作版权审核， 其商业用途可能受到限制 
联系方式： info@biohope.com.cn   欢迎扫描二维码与美博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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